2018年「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際案例文件展」
暨「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」實施計畫
壹、計畫依據
教育部 105 年 2 月 15 日臺教師（一）字第 1050007959 號函核定國立臺中教育大
學辦理「教育部補助各縣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－規劃輔導團隊計畫
(105 年-107 年)」。

貳、辦理目的
教育部自 103 年起實施「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─第一期五年計畫(103 年
─107 年)」，計畫定名為「臺灣．好美～美感從幼起、美力終身學」，企圖藉教育將
美感播種、立基、普及在國民的生活中。本計畫為「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
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」，針對全國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三個教育階段，由教學場域出
發，透過設計與創意的巧思力量，營造兼顧自然環境、在地文化、學校需求及整體視
覺美感之校園；藉由「境教」方式，整合藝術、空間與設計等領域，打造一座跨越校
園、社區與社會間圍牆、展現文化創意與設計美力的公共美學教育場。
為讓各級學校和社會大眾對於「校園美感環境教育」的重視，並且了解近年來國
際對於相關議題所展開的教育政策和實際作為，本計畫特別策辦『2018 年「校園美
感環境教育國際案例文件展」暨「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」』以推動美感教育之
相關政府單位、學校、教師、設計師、和社會大眾共同思考校園美感環境營造的新可
能。
「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際案例文件展」辦理計畫將邀請「德國、日本、比利時、
奧地利」4 個國家，共計 6 所國際學校與臺灣 105 年度獲選補助優秀 6 所學校，合計
12 所學校共組案例一同展出。同時，邀請與會 3 個國家和臺灣關於校園環境美感教
育相關領域專業人士辦理「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」，以達交流觀摩和示範對話
的功能，呈現本計畫核心概念及精采成果亮點。

1

參、辦理單位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-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
計畫專案辦公室
三、合辦單位：文化部文化資產管理局
四、協辦單位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MoNTUE 北師美術館、日本日比野設計

幼兒の城

五、策畫團隊：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、擊壤建築設計 黃明威建築師事
務所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吳銜容系主任團隊、國立臺
中教育大學英語學系賴政吉助理教授(英譯)

肆、活動地點、時間
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
梯次/場次

時間

地點

研習時數

一/臺北場

3/12(一)3/13(二)

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 2 樓誠品表演廳
(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)

2日
共 11 小時

二/臺中場

4/11(三)

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衡道堂小禮堂
(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 號)

4 小時

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際案例文件展
梯次/場次

展覽時間

展覽地點

一/臺北場

3/12(一)-3/25(日)
每日 10:00~18:00

松山文創園區第五號倉庫(臺
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)

免費入場
自由參觀

二/臺中場

4/11(三)-4/29(日)
每日 09:00~17:00

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國際
展演館 (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
三段 362 號)

免費入場
自由參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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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觀方式

伍、參加對象
一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(市)政府
二、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三、各界相關人士
敬請指派業務相關人員踴躍報名參加。
本活動核發研習時數，請各校准予公（差）假及課務排代。

陸、國際論壇報名方式
1.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http://inservice.edu.tw/報名。
請搜尋課程名稱或關鍵字【2018 年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】
【臺北場 3/12-13】課程代碼：2353552（請於 3 月 6 日前完成報名）
【臺中場 4/11】課程代碼：2353556（請於 3 月 25 日前完成報名）
2.或至 google 表單線上報名。
【臺北場 3/12-13】google 報名表（請於 3 月 6 日前完成報名）：
https://goo.gl/forms/KQA0ky80y9FHr0To2
【臺中場 4/11】google 報名表（請於 3 月 25 日前完成報名）：
https://goo.gl/forms/YDe6xnwy8sqyUvEv1
3.論壇名額有限，本辦公室保留報名資格審查權利。

柒、本辦公室聯絡資料：
1.專案計畫助理：黃湘尹小姐、蔡効儒先生、吳嘉瑜小姐及陳孟蓉小姐。
2.聯絡電話：(04)2218-1022 或 1021。
3.E-mail：caepo@gm.ntcu.edu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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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國際論壇各場次議程
國際論壇第一場-臺北場 3 月 12 日(一) 與 3 月 13 日(二)
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 2 樓誠品表演廳（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)

臺北場
第一天

3 月 12 日(一)

08:3010:00

國際論壇第一天報到
場地：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 2 樓誠品表演廳

09:0009:50

【開幕式暨記者會】
場地：松山文創園區 5 號倉庫
舉行開幕儀式暨記者會及現場導覽。

第二天
08:3009:00

105 年度成果績優學校授獎典禮
場地：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 2 樓誠品表演廳

10:1510:25

休息準備時間

10:2512:20

12:2014:00

論壇 3

10:2510:35

論壇 4

校園環境的空間互動參與性

主持人：林曼麗教授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館長） 10:35主講人：1.佐藤學教授（日本東京大學榮譽教授、日本學 12:00
習院大學文學部教授）
2.富田玲子建築師（日本象設計集團主持人）
共同與談&QA

12:0013:30

中午休息時間

主持人：陳俊德博士（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協同主
持人）
主講人：Félim Bolster 校長（比利時布魯塞爾國際
學校高中部校長）
與談人：曾成德教授（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兼人
文社會學院院長）
共同與談&QA

中午休息時間
論壇 5

打破藩籬的校園與公共開放空間設計概
念，從都市規劃的觀點

—校園空間美學設計與教育課程經營—

13:30主持人：林曼麗教授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館長） 14:55
主講人：1.白石薫校長（日本宮代町立笠原小學校長）
2.桐川弘子校長（前日本笠原小學校長、前日本
宮代町教育委員會教育長）
共同與談&QA

14:5515:10

茶敘
論壇 2

—慕尼黑的策略與範例—

主持人：張基義教授（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、前
臺東縣副縣長）
主講人：Eva Prasch 首席工程師（德國慕尼黑市政府
都市規劃與建設局公園與遊憩設施部）
與談人：李得全局長（臺北市政府地政局）
共同與談&QA

茶敘
論壇 6

地域性魅力的校園教育

新住民與場域精神的美感教育

一學生、家長、教師的教育之環一

15:4517:15

茶敘

專題演講

以校園空間營造作為身體的探測器

15:2515:45

主持人：顏名宏教授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美感環
境再造計畫主持人）
主講人：Adrien Gonnella 建築師（比利時布魯塞爾
安德萊赫特市公共建築協調部建築技術秘
書）
與談人：林盛豐教授（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客座教
授）
共同與談&QA

開創一個美感共同體的學習場域

論壇 1

14:0015:25

國際論壇第二天報到
場地：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 2 樓誠品表演廳

結合社區與生態環境的新校園
09:0010:25

10:0010:15

3 月 13 日(二)

15:10主持人：林曼麗教授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館長） 17:10
主講人：1.甲斐治夫校長（日本嘉麻市立下山田小學校長）
2.鮎川透建築師（日本環・設計工房）
共同與談&Q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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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：郭瓊瑩教授（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所主任）
主講人：1.Klaus Grab 專員（德國漢堡市學校和職業
訓練局）
2.Barbara Altschüler-Daly 主任（德國慕
尼黑 Stadtteilarbeit e.V.基金會幼教部）
與談人：廖雲章主編（天下雜誌「獨立評論＠天下」
）
共同與談&QA

國際論壇第二場-臺中場 4 月 11 日(三)
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衡道堂小禮堂 (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 號)

臺中場
4 月 11 日(三)
08:30-10:00

國際論壇 報到
場地：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衡道堂小禮堂

09:00-10:00

【開幕儀式】
場地：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國際展演館
舉行開幕儀式及現場導覽。

10:00-10:10

國際論壇 休息準備時間
場地：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衡道堂小禮堂
專題演講 3-A

見樹見林的當代美感教育
10:10-10:45

主持人：顏名宏教授顏名宏教授
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主持人）
主講人：曾成德教授（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）
Q&A

10:45-11:05

茶敘
論壇場次 3-B

區域政策下的美感教育：亞太與臺灣的美感教育現況
11:05-12:00

主持人：吳銜容教授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創意商品設計系主任）
主講人：洪詠善教授
（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中心主任）
Q&A

12:00-13:30

午餐
論壇場次 3-C

13:30-14:25

學校場域中的環境美學
主持人：黃明威建築師（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協同主持人）
主講人：陳永興建築師（水牛建築師事務所）
Q&A

14:25-14:45

茶敘
論壇場次 3-D

105 年度績優學校案例分享
14:45-16:00

主持人：陳俊德（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協同主持人）
主講人： 1. 案例分享：卓子文老師（宜蘭縣復興國中）
彭鈞義建築師（彭鈞義建築師團隊）
2. 案例分享：王彥嵓校長（高雄市彌陀國小）
Q&A
綜合座談

16:00-16:30
全體主講人與計畫主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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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交通資訊
【臺北場】
【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】


誠品生活松菸店地下 2 樓誠品表演廳

(臺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)

【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際案例文件展】


松山文創園區第五號倉庫

(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 133 號)

【乘車資訊】
捷運-【捷運板南線】國父紀念館站五號出口，沿光復南路步行至菸廠路(市民大道、光
復南路口)約 550 公尺。
【捷運板南線】市政府捷運站 1 號出口，步行約 400 公尺。
公車-【聯合報站(忠孝東路)】
：212、212 夜、212 直、232、232 副、232 快、240、240
直、263、270、299、忠孝新幹線。
【捷運國父紀念館站(光復南路)】
：204、212、
212 夜、212 直、232、232 副、232 快、240、240 直、254、266、266 區、278、
278 區、282、288、288 區、299、672、忠孝新幹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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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臺中場】
【國際校園美感環境教育論壇】


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衡道堂小禮堂 (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 號)

【校園美感環境教育國際案例文件展】


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國際展演館 (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 號)

【乘車資訊】
高鐵-【高鐵臺中站】：轉乘公車： 33、82、101、102、125、166 路公車。
臺鐵-【臺鐵臺中站】
：由臺中火車站(後站)，步行約 12 分鐘抵達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
區。
公車-【臺中酒廠站】：路線 33、60、82、89、101、102、105、125、166、281、281
副路公車，步行約 2 分鐘抵達園區。【第三市場站】：路線 7、9、12、18、20、
35、41、52、58、58 副、65、73、100、100 副、107、108、131、132、158、
200、284、285、700 路公車，步行約 5 分鐘抵達園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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